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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粒介导的喹诺酮耐药基因ｇ咒厂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李从荣

吕霞

【摘要】

罗少锋黄俊

目的

了解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分离的革兰阴性杆菌中ｑ＂ｒ基因及其所携带的广谱Ｂ一内

酰胺酶（ＥｓＢｂ）基因的流行情况。方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方法对１２９株大肠埃希菌、２９株
肺炎克雷伯菌和１０株阴沟肠杆菌进行ｑｎｒ基因检测。对ｑｎｒ阳性株，检测Ｉ类整合酶基因及
ＳＨＶ一１、ＴＥＭ一１、ＣＴＸ—Ｍ、ＯｘＡ＿Ｉ、０Ｘ艮Ⅱ、０ｘＡ＿Ⅲ、ＤＨＡ、ＥＢＣ型ＥｓＢＬＳ基因。ＫＢ纸片法检测对１６
种抗菌药物的体外抗菌活性，美国临床实验标准委员会表型筛选和确证试验检测产ＥＳＢｋ株。质粒
接合试验分析口”ｒ基因的水平转移能力，ＥＲＩＣＰＣＲ进行ＤＮＡ同源性分析。结果

６株菌株检出

ｑｎｒ基因（５株大肠埃希菌和１株阴沟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中未检出；６株菌仅对亚胺培南全部敏
感且对多种抗生素耐药，Ｉ类整合酶基因扩增全为阳性，其中有２株大肠埃希菌对环丙沙星敏感，４
株菌携带ＴＥＭ一１型ＥｓＢＬｓ基因、１株菌携带ＯＸＡ－Ⅲ型ＥＳＢＬｓ基因、２株菌携带ＥＢＣ型ＡｍｐＣ酶；每株
菌至少携带２种以上ＥＳＢＬｓ基因。口ｎｒ基因介导的喹诺酮类耐药具有水平转移性，ＤＮＡ同源性分析
有２株指纹图谱一致。结论武汉地区存在ｑ—ｒ基因的流行，ｑ以ｒ阳性株多重耐药严重，且携带多种
ＥＳＢＬｓ基因。
【关键词】

ｑ咒ｒ基因；ｐ内酰胺酶基因；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喹诺酮类；耐药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ｎｒ

ｑｕｉｏⅡｌ帅ｅ瑚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眦ｆｏｒ ｐｌ嬲ｍｉｄ—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Ｓ７ｚｎ０－向ｇ，ＨＵＡＮＧ几玑Ｃ坳口ｒｆｍＰ咒￡盯ａｉｎｉ∞ｆ

ＬＪ（麓咒ｇ－聊行ｇ，ＬＶ Ｘ如，ＬＵｏ

Ｌ口６０ｍ￡ｏ叫，Ｒ已咒７７ｚ锄Ｈｂ印ｉ￡ｎｆ，

ｗＭ＾口以ｍｉｗ”ｉ砂，

ＷＭ矗ｎｎ ４３００６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ｓＢｂ）ｇｅｎ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ｎｏｎ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１２９

ｇｅｎｅ

７ｒ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ｗｈｉｅｈ ｗｅｒｅ

ｑ，ｚｒ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ｐ—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

ｇｅｎｅ

ｉ幽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叫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弘ｒ

ｉａ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Ｅｓｃ＾已ｒｉｃ．１ｌ缸∞Ｚｉ，１０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Ｅ挖￡已，’０６以ｃ￡已ｒ ｃＺｏｎｃｎｃ ａｎｄ ２９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Ｋ．ｐ，２已“，ｚｏ规ｉ。ｅ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Ｒ）．Ｆｏｒ ｑ挖ｒ ｇｅｎ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ｉｎｔ Ｉ，

ＳＨＶ一１，ＴＥＭ—ｌ，ＣＴＸ—Ｍ，０ＸＡ一工，０ＸＡ一Ⅱ，０ＸＡ一Ⅲ，ＤＨＡ
ｃｏｒ巧ｕｇａｔａｂｌｅ
ｗａｓ ｃａｒ“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ｅｓｔ
ｏｕｔ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ｎｅｓ

ｆｏｒ ＤＮＡ ｈｏｍｏｌｏｇｉｏ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ＳＢＬ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Ｅ．∞Ｚｉ 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ＢＣ

ｏｎｅ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Ｉ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Ｅ．ｃＺｏ以ｃｎｃ，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ｓ０１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Ｐｌａｓｍｉｄ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ｑ起ｒ ｇｅｎｅ ｗａ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ｃ０１１ｊｕｇａｔｅ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ａｎｄ ＥＲＩＣ—ＰＣＲ

ｔｏ

ｓｕｓｐｅｃｔｉｂｌｅ

ｔｏ

ｂｕｔ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ｃ“ｔｅ“ａ）

ｔｏ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ｔｏ

ｔｅｓｔ

１６

ｑ札ｒ

ｇｅｎｅ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６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５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ｑ挖ｒ

ｇｅｎｅ

ｗａｓ

ｕｎｄｅｔｅｃ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Ｋ．ｐ扎ｅ“扎Ｄ７ｚｉ岔Ｐ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６
ｔｏ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ｒｕｇｓ ｗｈｉｌｅ ｏｎｌｙ ２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ｉｍｉｐｅｎｅｍ ｂｕ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ｑｕｉｒｌｏｌｏｎｅ．ＡＪｎｏｎｇ ｔｈｅ ６ ｑ托ｒ ｇｅｎ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ｎ ｏｆ ｔｈｅｍ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Ｉ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４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ＴＥＭ一１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ｎｓ，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ｗａｓ
ｏＸＡ－Ⅲｇｅ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ｎ，ａｎｄ ２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ＥＢＣ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ｗｉｔｈ ２ ＥＳＢＬｓ ｇｅｎｅ ｉｆ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ｑ咒ｒ ｇｅｎｅ ｗａｓ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 ｐｌａｓｍｉｄｓ ｗｈｉｃｈ∞ｕｋｉ ｂ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Ｅ．∞既ｗｅｒ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ｉｎｔｅｇｒ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ｌｏｎ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ＳＢＬｓ ｇｅ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ｃｉｔｙ，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ｎｄ

ｐｒｅｖａｋｎｃｅ ｏｆ ｑ挖ｒ ｗａ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ｑ起ｒ ｇｅｎｅ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ｇｅｎｅ ｉｎ ｓｕｓｐｅｃｔ ｓｔｒａｉｎｓ．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ｑ咒ｒ ｇｅ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ｑ扎ｒ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 ｐｌａｓｍｉｄｓ

ｏｒ

ｃｌｏｎｅ，ｆｏｒｃｉｎｇ

ｕ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ｑ，ｚｒ

ｇｅｎｅ；Ｂｒｏａ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Ｂ—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 ｇｅｎｅ；Ｅ配忍ｅｒｉ幽如∞ｚｉ；Ｅ竹￡８ｒ０６盘ｆ￡８ｒ ｃｚｏ醴ｃ以ｃ；

Ｑｕｉｎｏｌｏ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以前的研究认为细菌对喹诺酮类的耐药机制主

耐药机制，为细菌耐药的分子机制研究开辟了一条

要由染色体介导，无水平传播能力。但最近

新途径，该质粒介导的耐药基因被命名为卵ｒ，位于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Ｍａｒｔｉｎｅｚ等…发现的质粒介导的喹诺酮类

工类整合子上，其编码蛋白Ｑｎｒ与Ⅱ型拓扑异构酶
特异性结合，减少了喹诺酮类药物的作用靶点，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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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耐药。ｏ押ｒ基因阳性株往往同时携带多个耐药

部分ＰＣＲ产物委托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

基因如８一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磺胺类等；再加上

限公司进行ＤＮＡ序列分析。

质粒、整合子、转座子这些可移动元件的存在，增大
了细菌耐药水平传播和多重耐药的机会。本研究为

６．Ｉ类整合酶基因及ＥＳＢＬｓ基因的ＰＣＲ扩增
程序及引物序列情况见表ｌ。

了解武汉地区ｑ犯ｒ基因的携带情况，并对其Ｂ一内酰

表１

ＰｃＲ扩增引物一览表

胺类耐药基因进行了检测。

裂髹

材料与方法

溢窿臻瑟簇嫠
（℃）叭姒（ｂｐ）

引物序列（５ ７～３ ７）

１．菌株：收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２００５年６月至
２００６年２月分离的革兰阴性杆菌１６８株，其中包括

大肠埃希菌１２９株、肺炎克雷伯菌２９株和阴沟肠杆
菌１０株（排除同一病例同一部位重复分离的菌株）。
菌株鉴定采用ＶＩＴＥＫ３２全自动细菌鉴定系统
（ＢｉｏＭｅｒｉｅｕｘ，法国），一７０℃保存。
２．试剂和仪器：ＭＨ琼脂购自英国ＯＸｏＩＤ公
司，ｖＩＴＥＫ３２仪器和鉴定卡均购自法国Ｂｉｏ—Ｍｅｒｉｅｕｘ

公司。药敏纸片：阿米卡星、氨苄西林、庆大霉素、亚
胺培南、氨曲南、环丙沙星、左旋氧氟沙星、复方新诺
明、头孢唑林、头孢呋辛、头孢噻肟、头孢他啶、头孢
曲松、头孢西丁、头孢吡肟、头孢哌酮／舒巴坦均由北
京天坛药物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提供。

３．药敏实验及产超广谱Ｂ一内酰胺酶（ＥＳＢＬｓ）菌
株检测：所有分离株均由该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室从
临床送检标本中分离，并经ＶＩＴＥＫ３２型全自动细
菌鉴定药敏分析系统鉴定到种。ＫＢ纸片药敏试验
方法及ＥＳＢＬｓ确证试验均按美国临床实验标准委
员会（ＮＣＣＬＳ）推荐的标准操作判读结果心Ｊ。阳性
质控菌株采用肺炎克雷伯菌ＡＴＣＣ７００６０３，阴性质

７．卵ｒ阳性株的质粒接合转移实验：挑取单个
菌落接种于ＬＢ营养肉汤，培养ｑ咒，－阳性株（供体
菌）和Ｅ．∞ｚｉ Ｃ６００链霉素耐药Ｌａｃ（受体菌）至对

数生长期，取供体菌和受体菌各０．５ ｍｌ，加入４ ｍｌ新
鲜的ＬＢ肉汤中，３５℃培养１６—２４ ｈ。取１０“ｌ菌液
种于含２０００ ｍｇ／Ｌ链霉素和０．０６ ｆ』ｇ／ｍｌ的环丙沙星
药物平板上筛选接合子。
８．口佗ｒ阳性株ＤＮＡ同源性分析：采用

控菌株采用大肠埃希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
４．ｑ扎ｒ阳性株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值的测定：
参考ＮＣＣＬＳ２００３年标准，采用琼脂平皿２倍稀释

法检测ｑ挖ｒ阳性株对环丙沙星的ＭＩＣ值，质控株采

ＥＲＩＣ—ＰＣＲ对本院分离的５株ｑ咒ｒ基因阳性的大肠
埃希菌ＤＮＡ同源性进行分析。ＥＲＩＣ引物５ ７一ＡＡＧ
ＴＡＡ ＧＴＧ ＡＣＴ ＧＧＧ ＧＴＧ ＡＧＣ Ｇ一３

７由上海生工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ＰＣＲ反应体系为：

用大肠埃希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
５．（，竹ｒ基因的扩增与测序：煮沸法提取细菌基

０．２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Ｃｌ２，０．２ ＨｍｌＯｌ／Ｌ

ｄＮ皿，０，３２

ＤＮＡ聚合酶，１０

ｐｍ０１／ｐｌ
ＤＮＡ

因组ＤＮＡ。参照文献［３］设计引物，Ｐ１：５ ７一ＴＣＡ

上、下游引物，１．５

ＧＣＡ ＡＧＡ ＧＧＡ ＴＴＴ ＣＴＣ Ａ一３ ７，Ｐ２：５ ７一ＧＧＣ ＡＧＣ

模板，双蒸水补足至２５肚ｌ。ＰＣＲ条件为：９４℃预变

７，扩增片段长度为６２７ ｂｐ。

性５ ｍｉｎ；前５个循环为９４℃变性１ ｍｉｎ，２６℃退火

ＡＣＴ ＡＴＴ ＡＣＴ ＣＣＣ Ａ一３

ＰＣＲ反应体系包括：０．２ ｍｍｏｌ／Ｌ
ｏ．２

ＭｇＣｌ：，

ｍｍ０１／Ｌ ｄＮＴＰ，ｏ．３２ ｐｍ０１似ｌ上、下游引物，

１．５ Ｕ 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１０

ｎｇ

ＤＮＡ模板，双蒸水

补足至２５肚１。ＰＣＲ循环条件为９５℃变性４５

ｌ

Ｕ Ｔａｑ

ｎｇ

ｍｉｎ，７２℃延伸２ ｍｉｎ；后４０个循环为９４℃变性

３０

ｓ，４０℃退火３０ ｓ，７２℃延伸ｌ ｍｉｎ；最后７２℃延伸

１０

ｍｉｎ。扩增产物于２％琼脂糖（含０．５扯ｇ／ｍｌ溴化

ｓ，４８℃

乙锭）中电泳。紫外分析仪下观察结果并用凝胶成

退火４５ ｓ，７２℃延伸４５ ｓ，共３０个循环。ＰＣＲ产物

像系统拍照。采用ＰｈｙＩｉｐ ３．５ｃ软件对所构建的电泳

用含０．５“ｇ／ｍｌ溴化乙锭的１．０％琼脂糖凝胶电泳。

条带图谱同源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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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３；Ｅ．∞ｚｉ ３菌株ＯｘＡ一Ⅲ组基因检测阳性，见图４；

果

４和Ｅ．∞Ｚｉ ５菌株ＥＢＣ基因检测阳性，见

Ｅ．ｆｚｏ口ｆ以ｆ

１．ｑ７ｚｒ基因的检测及测序：６株菌中检出ｑ，ｚ，．

图５。其余ｐ一内酰胺酶基因未检出。

基因，结果见图１。其中大肠埃希菌５株（ｑ咒，．阳性

检出率为３．８％），阴沟肠杆菌１株（口行ｒ阳性检出率
为１０％），肺炎克雷伯菌中未检出。随机选取ｌ株，
基因测序结果经ＧｅｎＢａｎｋ网上同源性比较，其核苷
酸序列与注册号为ＡＹ０７０２３５的ｑ，２ｒ基因序列相
同，８３９位氨基酸由Ａ突变为Ｇ，但编码同一种氨基
酸，为无意义突变。

注：Ｍ：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１～３、５、６：大肠埃希菌；４：阴沟肠杆菌

Ｉ类整合酶ＰＣＲ扩增电泳图谱

图２

注：Ｍ：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１～３、５、６：大肠埃希西；４：阴沟肠杆菌
图ｌ

ｑｎｒ基因阳性株电泳图谱

２．口他ｒ阳性株药敏结果及对环丙沙星的ＭＩＣ
值：６株∽ｒ阳性株对环丙沙星的ＭＩＣ值分别为：
Ｅ．蒯ｉ
６４

１，１６

ｍｇ／Ｌ；Ｅ．ｃ以ｉ

２，１６

ｍｇ／Ｌ；

Ｅ．∞应３，

注：Ｍ：ＤＮＡ

图３

ｎ１彩Ｌ；Ｅ．矗０盘僦４，８ ｍ彰Ｌ；Ｅ。∞据５，ｌ ｍ彩Ｌ；

Ｅ．捌ｉ

６，０．２５

Ｍａｒｋｅｒ；卜３、５、６：大肠埃希菌；４：阴沟肠杆菌；

７：阳性对照株

ＴＥＭ基因ＰｃＲ扩增电泳图谱

ｎｄＬ。其中Ｅ．础ｉ １、２、３、６为ＥＳＢＬＳ

阳性株；Ｅ．积ｉ ５、６对环丙沙星敏感；所有菌株仅对
亚胺培南敏感、对多种抗生素耐药（表２）。
表２

６株ｑ，ｚｒ阳性菌株药敏试验结果

注：同图３

图４

０ｘＡ一Ⅲ型基因ＰｃＲ扩增电泳图谱

注：Ｒ：耐药；ｓ：敏感；中介归于耐药

３．Ｉ类整合酶基因及ＥＳＢＬｓ基因的检测：６株

ｑ咒ｒ阳性株中工类整合酶基因全为阳性，见图２；其
中Ｅ．ｃｏｚｉ １、２、３、５菌株ＴＥＭ一１基因检测阳性，见图

注：同图３

图５

ＥＢｃ型基因ＰｃＲ电泳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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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质粒接合试验结果：Ｅ．ｃ以ｉ ３和Ｅ．∞ｚｉ ６质粒

中国，ｑ咒ｒ基因在肠杆菌科细菌中的检出率普遍较

转移成功。将接合子种入麦康凯平板，不发酵乳糖，

国外报道的高，这可能与中国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

表现为受体菌生化特征；提取接合子ＤＮＡ，ｑ咒ｒ基

率较高有关，但ｑ咒，一基因介导的仅为低水平耐药，

因ＰＣＲ扩增阳性。

因此其耐药机制与染色体介导的耐药机制之间存在

５．ＤＮＡ同源性分析：对分离的５株大肠埃希菌
进行染色体ＤＮＡ分型，菌株均能产生指纹图，重复

怎样的相互作用机制，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药敏结果显示，６株ｑ咒ｒ阳性株仅对亚胺培南

实验的分型结果完全一致。该５株菌分属４种基因

全部敏感，且对多种抗生素耐药。其中Ｅ．∞ｚｉ

型，其中Ｅ．∞ｚｉ ｌ和Ｅ．∞ｚｉ ２指纹图谱一致，为流行

３、６为ＥＳＢＬｓ阳性株，Ｅ．∞ｚｊ ５、６为环丙沙星敏感

病学同源株（图６）。

株，即ｑ咒ｒ基因可在喹诺酮类敏感株中存在，因此

ｌ、２、

在选取实验对象时，如果仅对喹诺酮耐药株进行

口咒ｒ基因的筛查，可能会存在漏检。目前已有研究
发现”’…，此类携带（『扎ｒ基因的喹诺酮类敏感株在

抗生素选择压力下更易诱导为耐药株，其引起的危
害性将会更大。
６株口挖ｒ阳性株Ｉ类整合酶检测全为阳性，证
实了整合子的存在；Ｅ．∞ｚｉ ｌ、２、３、５菌株ＴＥＭ一１基
因阳性；Ｅ．∞ｚｉ ３菌株ｏＸＡ一Ⅲ组基因阳性；
注：Ｍ：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１～５：大肠埃希菌
图６

ＥＲＩＧＰＣＲ电泳图谱

讨

论

Ｅ．ｃｚ∞ｃ以ｃ ４和Ｅ．∞ｚｉ ５菌株ＥＢＣ基因阳性，其他检
测基因均为阴性；另外６株ｑ咒ｒ阳性株中均未检测
出ＣＴＸ—Ｍ型ＥＳＢＬｓ基因，但Ｅ．∞ｚｉ １、２、３、６为
ＥＳＢＬｓ阳性株，表明这些菌株中存在未被检测出的

质粒介导的喹诺酮耐药基因ｑ规ｒ被报道证实

其他类型的ＥＳＢＬｓ基因，因此这６株菌可能至少携

以来，世界上仅限于欧美和亚洲少数几个国家的报

带２种以上ＥＳＢＬｓ基因。喹诺酮和Ｊ３一内酰胺类抗生

道。在中国，喹诺酮类药物在国内用药量居第二位，

素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两类抗生素，细菌同时

仅次于Ｂ一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率高达６０％～７０％，

存在对这两类抗生素的耐药基因，使耐药形式更加

因此质粒介导的喹诺酮耐药机制的出现无疑对此类

复杂，再加上整合子灵活多样的存在方式和传播方

抗生素的临床应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虽然ｑ押ｒ

式为细菌耐药性、甚至是多重耐药性加速传播提供

基因的单独存在引起的耐药并未达到具有临床意义

了便利条件。因此及时检测这两类抗生素的耐药基

的喹诺酮耐药水平，但质粒介导的喹诺酮耐药机制

因对指导临床用药具很好的指导意义。

补充了传统的喹诺酮耐药途径，使细菌耐药形式多

接合试验发现口挖ｒ基因介导的喹诺酮耐药具

样化；且ｑ，ｚｒ与多种耐药基因尤其是ＥＳＢＬｓ耐药基

有水平转移性，但仅２株质粒转移成功，分别为

因并存，使得临床抗感染治疗显得更加困难，因此对

Ｅ．ｃ扰ｊ

（『卵，一基因的流行情况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介导喹诺酮耐药质粒在耐药表型敏感株中易转移，

３、６；其中Ｅ．∞ｚｉ ６为喹诺酮类敏感株，表明

目前国内仅上海、合肥、南京、广州等地区对

因此加强对此类菌株耐药谱的检测显得尤为重要。

口翘，．基因有报道ｂ’６ｊ，但各地区流行情况并不相同。

ＥＲＩＣ—ＰＣＲ结果显示，５株（７以ｒ阳性的大肠埃希菌

本实验在１２９株大肠埃希菌中检测出５株携带ｑ咒ｒ

中，Ｅ．∞ｚｊ １和Ｅ．∞ｚｉ ２指纹图谱一致，为流行病学

基因（占３．８％），１０株阴沟肠杆菌中检出１株含ｑ押，一

同源株，提示病房中可能存在同一菌株的克隆传播。

基因（占１０％），肺炎克雷伯菌中未检出，这与合肥

临床上应加强消毒隔离措施和耐药性检测，合理使

地区报道的ｑ竹，．基因在肺炎克雷伯菌中有较高的

用抗生素，以减少此类菌株的出现和流行。

流行程度并不相同¨』，另外ｑ以，一基因在大肠埃希菌

ａ咒，一基因在喹诺酮类抗生素敏感株中的出现及

的检出率低于上海地区报道的７．７％¨。。这可能与

其携带的ＥＳＢＬｓ基因谱的流行可能远远超出了人

该地区抗生素使用习惯不同有关。目前国内外对

们的估计。因此在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现状比较严

辞托ｒ基因在阴沟肠杆菌中的流行报道尚较少见。在

重的中国，应加强ｑ笼ｒ基因的检测，尤其对邪ｒ基

·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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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阳性但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表型敏感菌株的检

测，积极探索质粒介导的喹诺酮耐药在细菌耐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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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为有效预防和治疗提供科学

［５］王春新，蔡培泉，黄支密，等．阴沟肠杆菌喹诺酮类耐药ｑｎｒ基

的依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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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河北省蔚县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人间布鲁氏菌病监测结果分析
韩国毅

梁党生

化佩伦

按不同地域、方位和既往布鲁氏菌病（布病）发病情况，

（Ｐ＜０．０１）。张家口市与我国布病疫情最严重的内蒙古自治

选择蔚县有代表性的代王城、宋家庄镇、下富村、杨庄克乡为

区、山西省接壤…。２００５年河北省报告新发布病病例１３００

固定监测点，草沟堡乡、西合营、暖泉、北水泉镇为流动监测

例，张家口市就报告了８７０例，而蔚县为１９４例；２００６年的上

点。监测对象是７～６０岁人群中与牲畜及畜产品有接触的兽

述数值为２４６ｌ、１６９２、２３９例。监测结果表明，蔚县人间布病

医、饲养员、接羔员、育羔员和皮毛、乳肉加工人员以及其他

疫情活跃，２００６年布病发病率在２００５年（４１．９９／１０万）的基

重点人群；农民和医务人员为对照人群。按照监测方案进行

础上增加了２３．２％。呈严重的上升趋势。４０～５０岁年龄段

调查，并采集可疑人群血清标本进行血清学检测。布鲁氏菌

从事牧业、兽医、畜产品收购加工、屠宰等职业人群感染概率

试管凝集抗原、阴、阳性对照血清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明显大于其他人群，因在生产生活中是主要劳动力，与病畜

提供，效期内使用。所有资料处理均使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统

及其产品的接触密切而感染概率大，提示该特征人群仍然是

计分析。抗体水平数据进行对数转换，抗体平均滴度的显著

今后防控工作的重点。监测发现，靠近南部山区的宋家庄镇

性检验用ｆ检验。布病感染定义：已确诊的患者，以及血清

和下宫村乡的人群感染率高于农业相对发达的中北部乡镇。

检验（ｓＡＴ）阳性（１：１００＋＋及以上），且未接种过布病疫苗者。

主要原因南部山区借助便利的放牧和养殖条件，却又缺乏对

监测结果显示，２年共监测３１６０人，血清标本阳性５６

布病的知识，盲目从邻省、区引进不经检疫的病羊。由于农

份，人群感染率为１．８％；确定患者４２例，患病率为１．３％；男

民在饲养、放牧、接羔等牧业生产中缺乏必要的卫生防护措

性４２例，女性１４例，感染率分别为２．１％（４２／１９８４）和１．３％

施，接触病畜流产物及其污染物而染病。暴露出盲目引进病

（１４／１１７６）。比较２００５与２００６年间感染率和患病率，差异均

畜和接触传染源是近年来山区布病高发的主要因素之一。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固定监测四个乡镇间人群感染率

而畜牧管理部门对应大量增加的养殖畜群，客观的检疫人员

和患病率分别比较，宋家庄镇分别与杨庄克乡、代王城镇问

和力度不足，同时淘汰病畜补偿机制跟不上，群众发现病羊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下宫村乡分别与杨庄

自行处理，病畜交换和流动频繁，导致传染源泛滥。因此，建

克乡、代王城镇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宋

议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重点人

家庄镇与下宫村乡间比较无差异（Ｐ＞０．０１）。职业监测结果

群。应组织卫生、畜牧、工商等部门建立长期的协作机制，遵

显示，牧业人员、兽医、畜产品收购加工、屠宰职业人群感染

循“预防为主”的方针，依法全面落实“免、检、淘、消”相结合

概率组间比较均无差异（Ｐ＞０．０１）；但分别与农业人群相比

的综合防治措施，加强对牲畜流通环节的检疫，严格控制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５０岁年龄组感染人数最多，

染源的输入和输出，从根本上遏制布病疫情的发生和蔓延。

４０岁组次之，两组问感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但两组分别与其他年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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